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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非智力因素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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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非智力因素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学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通过对非智力因素领域的问卷调查和统计研究，了解学习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现状，从而提出非智力因素

的激活与培养策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关注、重视非智力因素，使素质教育的效果最大化，为学生终生学习和

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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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认为：非智力因素是指人的智力因素

之外的那些参与并影响学习活动的个性品质或人

格因素的统称，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需要、动
机、目标、抱负、信念、世界观等方面［１］ ．“非学无以

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２］ ．这句话准确地概括出教育

教学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培养对学生全面

发展的重要性．心理学研究表明：智商较高的人，若
不重视其非智力因素的开发与培养，通常不会有太

大的建树［３］ ．与之相反，智力一般的人，若其重视自

身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开发和培养，那么，他的事业

可以取得很大成就，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其实，这种现象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即个人志

向、学习兴趣、学习信心、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习

习惯、学习者的心理品质等有着很大联系．所以，关
注和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培养，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将自身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开

发和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

１　 学生非智力因素现状调查分析

在素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要想最大限度提

高教育教学的质量，我们可以从学生非智力这个角

度做一些调查和研究，让学生更好地了解非智力因

素在学习中的重要重要，为学生的学习和将来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指导．本次调查的对象为楚雄州部分

中学学生．调查的内容有学习兴趣、学习信心、学习

方法、学习态度、学以致用和部分非智力因素方面

的交流统计．通过对 ５ ０００ 名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

交流，得到以下关于非智力非智力因素现状数据．
１．１　 学习兴趣　 从表 １ 的调查数据可知，在 ５ ０００
名被调查学生中， 对学习很感兴趣的学生占

６９．８％，对学习兴趣一般的学生占 １６．７％，有 １３．５％
的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

表 １　 学习兴趣

Ｔａｂ．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学习兴趣 所占比例 ／ ％

感兴趣 ６９．８

一般 １６．７

不感兴趣 １３．５

１．２　 学习信心　 从表 ２ 的调查数据可知，在 ５ ０００
名被调查学生中， 对学习信心十足的学生占

６４．２％，对学习信心一般的学生占 １８％，有 １７．８％
的学生对学习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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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学习信心

Ｔａｂ．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学习信心 所占比例 ／ ％

信心十足 ６４．２

一般 １８．０

缺乏信心 １７．８

１．３　 学习方法　 从表 ３ 的调查数据可知，在 ５ ０００
名被调查学生中，对学习有较好的学习方法，方法

比较科学的学生占 ４６．８％，学习的方法不合理的学

生占 ３３．０％，无好的学习方法的学生占 ２０．２％．

表 ３　 学习方法

Ｔａｂ．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学习方法 所占比例 ／ ％

学习方法科学 ４６．８

学习方法不当 ３３．０

无好的学法 ２０．２

１．４　 学习态度　 从表 ４ 的调查数据可知，在 ５ ０００
名被调查学生中，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占 ７３．２％，
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占 ２６．８％．

表 ４　 学习态度

Ｔａｂ．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学习态度 所占比例 ／ ％

学习态度端正 ７３．２

学习态度不端正 ２６．８

１．５　 学以致用　 从表 ５ 的调查数据可知，在 ５ ０００
名被调查学生中，能灵活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学生占 ８２．５％，不懂得怎么应用所学的知识

处理实际问题的学生占 １７．５％．

表 ５　 学以致用

Ｔａｂ．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学以致用 所占比例 ／ ％

会灵活应用 ８２．５

不懂如何应用 １７．５

　 　 表 １～５ 是此次非智力因素现状调查得到的数

据结果，从数据结果不难发现，还有很大一部分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兴趣、学习信心、学习方法、
学习态度、学以致用等非智力因素方面还有待激活

和开发和培养．
除此之外，通过与学生交流，了解到学生非智

力因素较差的方面还有：
（１） 大多数学生课前不预习，不会认真阅读教

材；
（２） 很多学生不会及时地进行课后复习，知识

的遗忘导致知识点间的联系出现“断点”；
（３） 多数学生不知道怎样复习，不懂得进行课

后的归纳、反思、总结；
（４） 还有很多同学不会针对各章节建立知识

模型，缺乏建立模型总结同类模型解题法的思想；
（５） 有的学生对考点和考纲的要求层次很模

糊，学习过程茫然．
因此，在进行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非智力因素

的开发和培养，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获得较大

限度的教育教学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２　 非智力因素的激活与培养策略

２．１　 激励学生立志　 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

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４］ ．志向是人类巨大的

精神力量的源泉，他能使人不断地奋发进取；志向

是人们学习、工作中的催化剂，能激发豪情壮志，激
励人们不断向实现自我目标迈进．所以教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应不断灌输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唤
起学生强大的家国感和使命感，树立为中华崛起读

书的远大志向．
２．２　 调动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 ［５］ ．一语道出兴趣对学习者、研究者的

重要性．追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足迹，不难发现他

们获得最大成就的发明创造都是他们研究过程中

最感兴趣的领域．我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

宁说：“成功的秘诀在于兴趣” ［６］ ．良好的学习兴趣

是学习活动的自觉动力，它是产生学习动机的主要

心理因素．
２．３　 激励学生树立信心 　 一个人一生中，学习也

好工作也好不可能顺风顺水一帆风顺，难免遇到困

难和挫折．如果遇到一次小小的失败就丧失勇气和

信心，那么，无论在什么领域你都不会有什么出色

的成就，你将永远是一个失败者．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恢弘志士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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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妄自菲薄．———诸葛亮［７］，亦说明不可轻易地

丧失信心．
２．４　 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

我们，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

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说
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得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学习方法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金钥匙．循序渐

进是最一般的学习方法，每门学科都有其内在的规

律和方法，而正确的方法则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

路．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不同学

科性质，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是每一个学习者

应该具有的学习方法．
２．５　 端正学习态度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

思而毁于惰［８］”，韩愈的这句名言说明态度对做人

处事的重要性．一个孩子从小父母就不断地引导他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不能马

马虎虎，如果做事态度不认真将什么事都做不好．
到了初中、高中、乃至大学老师也会不断地给学生

灌输学习态度、做人做事态度的重要性．在现实生

活中，有的人智力水平一般，但是他最终还是小有

成就的，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做事

做学问的态度非常认真．当今很多名牌大学最青睐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待学

习的态度和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而并非是因为他

们学了多少知识．同样地，在工作岗位上，用人单位

更喜欢认真做事，不会轻易放弃的员工．
２．６　 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亚里士多德说过：“卓
越不是单一的举动，而是习惯［９］ ”，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包括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学习习惯．在事

业上有所建树的人，在学习过程中都有良好的学习

习惯，思维品质．如对学习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独
立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定期复习等良好习惯，使其

在学习过程中事半功倍，终身受益．
２．７　 养成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良好的心理品质

　 “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经历屡屡失败的考验之

后终于找到钨丝发明了电灯泡．史蒂芬·霍金坐在

轮椅上写出了物理巨著《时间简史》 ．司马迁曾在

《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
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

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１０］ ．司马迁的

《史记》歌颂了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的英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他们可以不惜牺牲

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百折不挠、
知难而进心理品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
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不可遗忘的人类发展史都

是孩子人格健康的精神食粮．当孩子们处理问题或

学习过程中碰到困难时，应启发诱导，鼓励孩子开

动脑筋独立完成，培养他们为理想目标知难而上的

良好心理品质．

３　 结　 论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非智力因素的现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激活非智力因素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并广

泛应用于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学实践表明，激活非

智力因素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教师教学效率，
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学

生非智力因素的激活和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关注、重视非智力因素的能动作用．为学生的学习

和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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